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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20-034)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2月2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

03月02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

公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8470�

21.6064�

38.8136�

15.2149�

12.8966�

18.3830�

13.7012�

13.7664�

11.6272�

5.9526�

10.8325�

10.5750�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

及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建成于

1995年，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6592平方米，实际建

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 其中地下1层为车库， 地上8层为客房及设备用

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2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

30%股权

17434.18 9367.55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普通货运,客运站经

营,公共汽车客运(彭水县),出租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等

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32.048765

3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54%股权 -- 375770.47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50亿元，为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 2016年经财政部备案、中国银

监会核准公告，成为重庆市首家地方金融AMC。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50000

4 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7664.13 2743.9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项目管理、EPC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设计、环境工程咨询、工

程建设监理等技术服务。 公司是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工程咨

询协会团体会员单位。 公司拥有化工石化医药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工程监理

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压力容器A2设计、压力管道GC1、GB1、GB2设计、清

洁生产审核、重庆市环境污染治理甲级等多项资质。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743.98

5 重庆重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30%股权 30833.64 6762.11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商业保理业务，企业经营较好，营业能力较强，仅2018年营业收入

2956.364379万元，净利润821.465759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3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 土地性

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

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7 重庆保利小泉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 17244.06 16091.4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小泉90号的“重庆小泉宾馆改造” 项

目15幢房屋，包括三期1幢独栋别墅（385.34平方米）；四期建设温泉SPA项目，14幢散

落型建筑（温泉SPA1幢、酒店1幢、功能房3幢、商业住房9幢），总建筑面积14891.73平

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8206.624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

持股比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智能交通

系统设备制造、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佛山招商雍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佛山招商雍华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54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自有物业出租；物业管理；承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佛山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拟引入的2名新投资人，每名持有增资后增资企业33%

股权，两家合计持股66%

拟新增注册资本：20,46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征集到满足增资条件的合格意

向投资人，且最终投资人与公司及公司原股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后原股东持股34%；新增股东两名，每名新增股东持股

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年度审计数据出自基准日为2019年9月30日的审计报告

项目联系人：陈嘉伟

联系方式：020-8852096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3-1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建工东煦房产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建工东煦房产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63.0000� %

拟新增注册资本：17,027.027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增资企业后续经营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认购金

额符合拟新增注册资本额、持股比例等要求。 3、最终投资人确定后，其认购价格和认

购总额须不低于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持股37%； 新增投资人合计持股

6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增资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7027.0270万

元。 2、本次增资拟引入投资者数量1-2家。 3、接受联合体报名，联合体成员不得超

过2家。 4、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计算。

项目联系人：缪旺旺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3-2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

688266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

2020-006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苏州泽璟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 131.12 不适用

营业利润 -44,036.53 -44,264.79 0.52

利润总额 -44,036.43 -44,265.79 0.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180.96 -44,008.90 -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186.04 -15,073.39 -8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2.57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17% 不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555.53 45,488.24 -30.6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48.93 22,630.86 -98.46

股 本 18,000.00 4,042.14 345.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0.02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2019年2月23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

公司，公司2018年度为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上述“每股” 指标。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未实现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180.96万元，净亏损同比增

长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186.04万元， 净亏损同比增长

80.36%。报告期末，总资产31,555.53万元，同比下降30.6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348.93万元，同

比下降98.46%。

报告期内亏损增加的原因是公司的新药研发项目持续推进中， 多个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研究阶

段，研发支出投入加大，公司2019年度仍未实现盈利。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情况

2019年度公司尚无药品上市销售，营业收入为0，2018年营业收入131.12万元为其他业务收入，均系

偶发性的研发及临床试验用药生产加工服务收入。

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186.04万元， 同比减少

80.36%，主要系公司规模扩大、研发项目推进、研发投入增加及股份支付等原因所致，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主要是公司一次性确认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费用。

2019年末公司总资产为31,555.53万元，同比减少30.6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48.93万

元，同比减少98.46%，均系公司研发投入形成亏损，相应减少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所致。

2019年末公司股本18,000.00万元，同比增加345.31%，系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净

资产折合为18,000.00万股本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02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以

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程先锋先生主持，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因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已经完成，新增公司股本600.00万股，为此相

应修订 《公司章程》 中注册资本及股本总数，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0年2月修订）和《公司章程》全文（2020年2月修订）。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第三条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到期未重新签

订，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离职或劳动合同到期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个人所得税。 ”

由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VINCENZA� PIRONTI女士、刘坤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励对

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为此，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8.75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66元/股，合计金额为人民币58.275万元，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2020年2月2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

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04）。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03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2月24日以

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国汉先生主持，会

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审议表

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等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由于原激励对象VINCENZA� PIRONTI女士、刘坤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失

去作为激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草案》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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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2名离职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9年04月0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核心管理人员、核心研发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及核心骨干等人员以定向发行的

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0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2,400万股，授予人数217人，授予价格6.76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具体详见

公司于2019年4月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2019年04月04日至2019年04月13日，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发布了《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4月1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监事会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19-030）。

3、2019年04月24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

用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4月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关于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9-033）。

4、2019年0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9年5月

9日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对授予价格进行了调整，授予价格由6.76元/股调整为6.66元/股。 同时确定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5月22日，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1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400万股限制性

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再次进行了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5、2019年6月，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在确定授予日后的缴

款验资过程中，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

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涉及股份数7.0万股，公司最终向212名首次激励对象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2,

393.00万股，授予价格6.66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6月19日，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6月18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6、2019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5名离职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及1人因退休离任并申请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并进行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7、2019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临时）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19年12月16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授予60名激

励对象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66元/股；同意公司回购1名离职员工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并进行注销。 具体详见公司2019年12月17日登载于《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

划草案》” ）“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第三条规

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劳动合同到期未重新签订，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离职或劳动合同

到期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个人所得税。 ”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VINCENZA� PIRONTI女士、刘坤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励对象参

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为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回购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75万股，占回购前已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2,993.00万股

的0.29%，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123,690.46万股的0.0071%。

2、回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

生变化” 第三条规定，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即6.66元/股，回购款共计人民币58.275万元。

3、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回购前公司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600万股的授予登记工作，增加限售股

600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在以往合计回购的基础上减少至1,

234,677,077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注销前

本次减少

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418,687,230.00 33.91 87,500 418,599,730.00 33.90

股权激励限售股 27,790,000.00 2.25 87,500 27,702,500.00 2.24

高管锁定股 390,897,230.00 31.66 0 390,897,230.00 31.66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16,077,347.00 66.09 0 816,077,347.00 66.10

三、总股本 1,234,764,577.00 100.00 87,500

1,234,677,

077.00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后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原激励对象VINCENZA� PIRONTI女士、刘坤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励对象参与

激励计划的资格，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

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8.75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66元/股，合计

金额为人民币58.275万元。

我们认为上述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

《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本次

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由于原激励对象

VINCENZA� PIRONTI女士、刘坤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作为激励对象参与激励计划的资格，不

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符合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草案》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

法、有效。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认为：

1、公司董事会已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亿帆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事由、数量、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3、公司尚待股东大会审议后履行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

九、报备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关于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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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77,933,470.57 4,631,795,440.00 11.79

营业利润 1,090,375,341.79 891,122,829.71 22.36

利润总额 1,085,408,776.10 884,911,555.29 2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1,045,930.80 737,436,708.47 23.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5 0.61 22.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4% 11.16% 增加1.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081,832,715.01 9,774,884,476.70 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13,975,141.17 6,623,948,506.23 13.44

股本 1,236,904,577.00 1,206,974,577.00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07 5.49 10.56

注：

1、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根据财政部以财会〔2015〕19号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本次计算“基本每股收益” 的

股本为扣除股权激励授予员工的股份数，为1,206,974,577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7,793.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9%；营业利润109,037.5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6%；利润总额108,540.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91,104.59万元，同比增长23.5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94%，同比增加1.78个百分

点。

2019年度，公司实现的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尽管原料药板块维生素B5类产品受非洲猪瘟、禽流感等影响导致下游养殖行业对饲

料的需求下降，使得维生素B5等产品整体销量较上年下幅较大，但公司充分利用维生素原B5市场逐渐

向好的行情及公司自身产品技术与成本优势，继续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及市场份额，仍使得原料药板

块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国内药品制剂业务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在强化对终端市场把控的基础上，以

独家国家医保目录产品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为核心，持续推进基层市场建设，努力实现公司自产产

品突破；同时，公司海外药品制剂业务在前期整合的基础上，经营业绩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海内外药品制剂经营业绩的取得为公司整体业绩实现做出贡献。

（3）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权激励费用及收到的政府补助也

对2019年度公司整体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余额为1,108,183.27万元，比期初增长13.37%，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利润

贡献以及并购使得对外投资、 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51,397.51万

元，比期初增长13.44%，主要系本年度利润贡献以及分红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7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30,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2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 2020 年 3 月 2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3月 2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 （巨潮资

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并

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月 28 日

华福证券关于证券经纪人

证书遗失作废的公告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分公司证券经

纪人苏明 （证书编号

S0210416030001

）、 侯祥波

（证书编号

S0210416110001

）、宗衍吉（证书编号

S0210418050036

），不慎遗失经纪人证书。 现公告

上述经纪人证书作废，特此声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2月27日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４８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８３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股数为

９８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６９％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次发行股

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雪龙集团”）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３

，

７４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３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４７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４８．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４９８．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６６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雪龙集团”

Ａ

股

１

，

４９８．８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８０４

，

３７１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９７

，

９２３

，

３４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３０５８５％

，配号总数

为

９７

，

９２３

，

３４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９７

，

９２３

，

３４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５３３．４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４．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７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

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４４３８１６％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


